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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大  学 

南学工发〔2013〕14060号 

 

 

南京大学关于授予卢蕴川等157名同学 

2013年度新生奖学金的决定 

 

各院系： 

    根据《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评定办法》（南字发〔2009〕

69 号），经学生申请，学校审核，决定授予卢蕴川等 157 名

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 2013 年度新生奖学金。 

 

    附件：2013 年度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获奖名单 

 

 

 

                                   南京大学 

                  2013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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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 年度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获奖名单 

 

学号 姓名 所在院系 奖项名称 

131160051 卢蕴川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新生特等奖 

131230059 周佳闻 医学院 新生特等奖 

131230091 何聪 医学院 新生特等奖 

131010005 刘泱泱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10008 李艺林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10020 蒋婷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10031 张旭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10037 闻笑慧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10041 胡怡婷 文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30010 杭熹 法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30086 庞果果 法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40006 张馨心 哲学系 新生优秀奖 

131050022 王旭东 新闻传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50052 邓弋鸣 新闻传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50059 孟陆唯 新闻传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50061 陈茜倩 新闻传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50079 卢安琪 新闻传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60033 马丹洋 政府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60087 宋子豪 政府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60094 李宇舟 政府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70082 王伟 信息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80008 吉喆曦 社会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80010 李钰 社会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80019 宋云卿 社会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80028 陈可艺 社会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80052 胡瑶瑶 社会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01 鲁姿君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04 李珩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05 乔子涵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07 王洪振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10 郑俊儒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12 朱本友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18 毛逸芝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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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0020 何启洋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25 于永骁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31 王莹洁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33 潘蔚萱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37 徒月婷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39 李昊峻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41 蔡琪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42 吴佳熠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45 屈伟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54 王旭阳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59 由理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60 徐声浩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64 高媛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72 王钊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74 韩笑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77 孙浩冲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79 赵熠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82 朱哲希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86 梅天元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88 毛元佳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092 袁雪纯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00 陈迟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01 禹安琦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06 耿嘉仪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09 马嘉欣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15 李臻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18 崔剑雄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23 顾婷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25 曹静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27 刘舒亭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28 刘问鼎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41 李倩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49 车睿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59 刘紫薇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61 史宇璐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63 卢绪丰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67 朱月美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74 孙迪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76 马识全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86 高佳焕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91 何雅月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93 蔡志远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0196 董丁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4— 
 

131090198 董若愚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06 朱韦炜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14 李雨婷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25 高亚男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34 董俐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35 姜绍静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40 赖思颖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47 荣耀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61 卢君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64 詹梦璇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77 姜晶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78 何乃邦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88 高彬新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090 钱亚锋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100 李小繁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099172 王茜 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00033 黄澄非 外国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05010 范维 外国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05018 蒋琪 外国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05022 潘文丽 外国语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10024 张子乐 数学系 新生优秀奖 

131110038 万洁妮 数学系 新生优秀奖 

131110064 周吻 数学系 新生优秀奖 

131110068 吴军 数学系 新生优秀奖 

131120020 金诚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38 廉龙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42 闫蕴豪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47 刘赣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49 姜英杰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50 陈晓宇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57 曹天俊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60 焦方宝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71 张博文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74 尹京升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78 易伟柱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086 王洋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11 姚景瑜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15 郑舒心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26 袁源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57 王泽林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76 张宇杰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88 陈伟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20192 刘昕昀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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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0194 彭志威 物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058 唐树轩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077 李振华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098 周焕宇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07 苏立玲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11 成宝睿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14 汪方周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18 李浩明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20 王家男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30148 周杨 化学化工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60048 谢鸿鑫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70044 郑秋璇 大气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70091 刘轩 大气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80076 李章恒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80080 郭显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80120 李笙维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80130 蔡亦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80138 王广旭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90043 徐付琪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90047 徐冰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90074 李松霖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190091 李超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20027 廖兴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新生优秀奖 

131220089 高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新生优秀奖 

131220129 刘启扬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新生优秀奖 

131220144 徐圣斌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新生优秀奖 

131230080 王慧 医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42002 曹璐瑶 匡亚明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42040 邵烨 匡亚明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50020 王雅婷 软件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50034 周金戈 软件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50108 毛雪莹 软件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50119 贺加贝 软件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50163 刘婷萱 软件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70003 吴仕亭 工程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79006 邬志豪 工程管理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90030 吕童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新生优秀奖 

131292029 王秀梅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新生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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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 12月 9日印发 


